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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邢克楠）为进一步
提升张家窝镇就业工作质量，在市、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下，日前，张家窝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精
心组织举办创业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
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劳动者成功创业、稳
定就业。

据了解，今年张家窝镇劳动保障服
务中心创业培训共开设5个班次，计划
培训人员140余人，现阶段已开设2个
班次，参训人员60人。接下来，张家窝
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会继续按照工作要
求和张家窝镇实际，开展剩余班次的培
训工作。

此次创业培训开班前期，张家窝
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通过社区电子屏
或公告栏、居民微信工作群和入户走
访等形式，大力宣传创业培训计划、讲
解补贴政策，鼓励有创业意愿的劳动
者积极主动报名参加。为确保参加培

训人员实现早开班、早毕业、早创业，
工作人员以最快速度完成了参训人员
的个人材料收集、汇总、申报、审核，培
训场地的检查、验收等一系列环节，直
至顺利开班。

在培训课上，老师图文并茂、讲解生
动；学员听得认真、记得仔细。在分组学
习讨论环节，学员积极参与互动，现场氛
围活跃，达到了创业培训课程预期目
标。每期培训结束后，张家窝镇劳动保
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同步跟进，继续
做好创业者创业培训补贴申领、小额担
保贷款申报等后续工作，帮助其顺利实
现自主创业。

创业培训的开展，以实现就业倍增
效应为目标，帮助部分下岗失业人员通
过创业培训成为小老板，开办新企业或
实体，不仅能够解决创业者本人就业问
题，同时还能为社会创造一批新的就业
岗位，可谓一举双得。

享补贴 强技能 稳就业

张家窝镇以培训促创业

◇日前，张家窝镇民盛里社区
开展“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志愿活
动，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向群
众现场讲解垃圾分类知识，通过问
答的形式与群众进行互动，让居民
群众更好地了解垃圾分类。

（通讯员 肖萍）
◇日前，李七庄街开展环境大

清整志愿服务活动，清整楼道堆物、

随意乱贴的小广告等，全力营造优
美整洁的市容环境，打造群众满意
的文明城区。 （通讯员 程海琴）

◇ 李七庄街综合执法大队坚
持“依法执法，文明执法”，加大对主
干道路、重点点位和背街小巷发现
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力度，共建
美好幸福家园。 （通讯员 杨浩）

◇ 日前，张家窝镇京福里社
区开展消防知识讲座，讲师结合案
例讲解了火灾发生时正确的逃生
方法和三种灭火器的使用范围和
方法，并进行了现场演示。

（通讯员 张平）

本报讯（通讯员 马佳）七月，正是农忙插秧好时
节。张家窝镇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工作人员有条
不紊地插秧种苗，争取让秧苗在最好的时节早日入地
生长，盼着能有个好收成。目前，张家窝镇1700亩优
质水稻完成插秧。
“大家再加把劲，争取今天把剩下的水稻都插

完，这么好的秧苗，咱一根也不能浪费啊。”一捆捆水
稻秧苗从卡车上搬运下来，整齐地码放在插秧机上，
工作人员熟练驾驶着插秧机在稻田里来来回回转上
几圈，像是变魔术般一排排秧苗整齐的出现在稻田
里，看着秧苗顺利入地，大家脸上挂满了笑容。这片
常年淹泡的低洼地，在周李庄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终于换发了新的生机，辛勤劳作的人们期
盼着水稻丰收。

今年以来，周李庄村合作社以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为契机，在高质量完成合作社换届后，把工作重
心全部放在增加村集体收入上，利用北堤路周边水
资源充足、自然风景独特的优势，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对镇政府委托管理的近600亩低洼地进行
改造，通过土地平整、回填种植土、开挖沟渠等方式
进行彻底治理，按季节种植水稻及农作物，逐步打造
集绿色、生态、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北堤路生态农业
旅游项目。

截至目前，一期治理改造任务已接近尾声，精心
选种了天隆U619、津原U99和从东北引进的优质水
稻品种。其中，天隆U619、津原U99均属于粳型杂
交水稻品种，具有产量高、口感好，适合本地种植的
特点，平均亩产约1100斤。

东北优质水稻是张家窝镇今年首次引进种植的
新品种，具有高产、抗病能力强、抗倒伏、米质优的特
点，其米质比普通米元素含量高出一倍，该品种经专
业机构认证达到欧盟509项标准认证，被称为无糖型
有机水稻品种。水稻的种植周期一般为3-4个月，
10月下旬可成熟并收获，预计总产量约45万斤，整个
生态旅游项目全部完成后将成为张家窝镇新的生态
名片。

除了周李庄村合作社，同样忙碌的还有南赵庄

村、房庄子村、西闫庄村3个合作社，他们也在抢抓农
时，分别在高村南洼、工业园区、高泰路湿地、枣林大
道周边等地块种植了优质水稻。

南赵庄村合作社结合自身实际，为节约种植成
本和时间，购置了两台国产蛟龙插秧机，与其他合
作社轮流使用，既降低了投入，又实现了插秧、施肥
一体化，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让下地插秧不再是
又苦又累的难事。在选择秧苗方面，根据去年的种
植经验和村民反馈，今年选种了天隆U619水稻和
东北芦苇稻，在他们的精心养护下，一定会有个好
收成。

房庄子村合作社依托高泰路湿地周边良好
的水环境，种植了 300 亩水稻，并配合种植了莲
藕，养殖了稻田蟹，计划于国庆节期间对外开放，
打造集稻田文化、垂钓休闲、田园观光于一体的
农业综合项目，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助力乡村

振兴发展。
西闫庄村合作社利用枣林大道待出让地，首次种

植了50亩水稻，做好农事管理，确保秧苗正常分蘖，
为今年的粮食大丰收打好基础。

为保障水稻插秧工作顺利完成，张家窝镇农村工
作办公室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坚持
上门服务，主动把政策送到稻田地里，帮助合作社联
系农业机械，调度水源，落实水稻保险，防范应对极端
天气，确保水稻种植产业规范化、集中化、机械化，为
各合作社送上一颗“定心丸”。

各村合作社的书记们每天坚持到田间地头查看
水稻生长情况，用脚步丈量着这一片片充满生机的稻
田。辛勤付出让荒地变成了良田，让绿植替换了绿
网，一簇簇茁壮生长的秧苗，让人们心里充满了美好
的憧憬和希望。

上图为水稻插秧现场

荒地变良田 村民展笑颜

张家窝镇1700亩优质水稻完成插秧

本报讯（通讯员 庞连蕊）日前，西青区2021年
“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顺利完成，全区1.5万亩冬
小麦全部实现机收。

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农机部门在麦收前
完成了对本区保有的3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的总
检工作，实现了小麦生产中耕整地、种植、收获、秸
秆处理等环节全程机械化作业。同时，根据各街镇

小麦种植情况合理安排作业任务，加快作业进度，
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的资源优势，组织
广大农机手战晴天、抢阴雨，努力做到人歇机不歇，
麦熟一块、机收一块、机播一块，确保夏粮颗粒归
仓、秋粮播在丰产期，为全年粮食增产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左图机械化作业现场

全程机械化作业

西青1.5万亩冬小麦全部实现机收

本报讯（记者 曲美娜 张敬 张
宇昊）营商环境是企业决定投资兴
业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西青区大力
践行“亲商八条”，为落地项目快速
解难题，细心服好务，培育适宜企业
发展的优沃土壤。

联东U谷·云创中心项目坐落
于张家窝镇，是联东U谷在天津区
域打造的旗舰项目，总占地面积
76000 平方米，是一个集总部独
栋、科技研发、高端制造、配套服
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产业综合
体，将成为天津南站片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聚区和京津冀协同发
展新高地。

得益于西青区“拿地即开工”
的审批服务，联东U谷·云创中心
项目从摘地到拿到施工许可证，仅
用了13天，这在联东U谷集团在
全国开工的所有项目中，创下了审
批速度最快的纪录。然而让企业
惊喜的还不仅仅是前期审批服务
的快速和高效，项目在开工不到一
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了招商工作，这
比企业原计划的招商时间足足提
前了半年。

企业负责人介绍说：“正常的
话得等到半年之后才能建立起自
己的招商中心，对企业而言，又
是半年的时间错过了，对整个项
目的招商进展也会带来迟缓的一
个影响。”

有招商门店就能开始招商，
但怎么能快速的找到招商门店？
招商门店又该选在哪里？就在企
业为这些问题苦恼的时候，借助

于一个下午茶的契机，企业向张
家窝镇诉说了急需招商门店的需
求，张家窝镇迅速行动，很快就为
项目找到了合适的招商门店。张
家窝镇招商办负责人介绍说，镇
里决定在福保产业园的楼宇整理
出大概 300 多平方米的招商中
心，供他们临时使用，也是促进他
们的招商工作，这个点位交通优
势明显，距离南站仅2公里，距离
高速只有1公里。

更让企业暖心的是，镇里还细
心地为招商门店引进了物业公司，
做足了后勤保障工作。得益于这一
波高效操作，联东U谷·云创中心项
目招商成绩立竿见影。快速解决难
题，细心做好服务，对于这样的营商
环境，企业频频称赞。

今年，西青区出台“亲商八
条”，以“真清敢亲、既亲又清”为原
则，进一步加强全区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与企业家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经营者的联系，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和问题，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西青
区“亲商八条”涵盖了吹哨报到、政
企会客、专班服务、定期走访、开工
必到、“亲清”在线、早餐会商、下午
茶叙。西青区各级党委（党组）以
措施为标准，履行主体责任，以上
率下，以下午茶、早餐会等活动为
契机，诚心与企业沟通，诚意为企
业服务，进一步构建了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

让落户在西青的企业享受实惠
和便利，这是西青区出台“亲商八
条”最主要的目的。未来，西青区还
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继续在优
化营商环境上用心、用力，打造高度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
环境。

“快”解难题“细”暖人心

西青区“亲商八条”便企惠企

本报讯（通讯员 卢昊）为弘扬安全文化、增强安
全意识、提升安全技能，西青区应急管理局围绕“落实
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主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
“五进”工作，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

安全生产进企业，筑牢安全生产关键壁垒。区应
急管理局到王稳庄镇中建钢构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
宣讲活动，向企业讲解《安全生产法》修订要点，同时
为企业解答有关安全文化示范单位创建、安全生产标
准化达标等问题。紧扣“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督
促企业对隐患做到科学防范、精准辨识、有效整改，坚
决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安全生产进农村，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安
全支撑。区应急管理局先后到杨柳青镇前桑园村及
王稳庄镇大侯庄村开展安全生产宣教活动，向村民发
放安全生产宣传知识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
出地讲解灾害逃生、火灾逃生、安全用电等安全常识，
提醒村民对身边的安全隐患要防微杜渐，全面提升村
民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安全生产进社区，守好生活安全重要阵地。区

应急管理局到中北镇富力湾社区开展安全生产“进
社区”活动，结合社区特点开展示范性、浸润式安全
宣传，普及触电、燃气、火灾等事故防范知识，强化
社区工作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安全隐患
排查整改能力，引导社区居民增强防灾避险意识，
提高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
生活环境。

安全生产进学校，丰富校园安全教育“第二课
堂”。区应急管理局到津门湖街梅江富力小学向师生
普及生活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方面的知识，以

宣传活动为载体将安全根植于学校，与校园文化、学
校教育有机融合，使师生具备较高的安全素养，掌握
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技能，为老师教书育人、学生畅游
书海提供安全稳定环境。
安全生产进家庭，汇聚关注安全的家庭合力。在

安全生产月期间，区应急管理局利用全民免疫防线宣
讲和社区专题宣传等活动，以点带面开展安全生产入
户宣传，结合家庭特点开展亲情式安全教育，提倡健
康的家庭安全行为及生活方式，温馨提醒群众熟悉避
难逃生路线，提升家庭和邻里自救互救能力。

处处讲安全 时时想安全 人人懂安全

区应急管理局开展安全生产“五进”活动

炎炎夏日，赛达伟业公司建立户外劳动者服务站，按照
“实际、实用、实效”原则，因地制宜、因需制宜在国际工业城入
口建设了“暖心驿站”，着力打造户外劳动者“歇脚地”“加油
站”“充电桩”。“暖心驿站”为从事快递、外卖、环卫等行业的户
外劳动者准备了休息桌椅、微波炉、急救箱、烧水壶及读书角
等，让户外劳动者伸手可及、抬脚可进，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有效解决了户外劳动者饮水休息、饭茶
加热、临时避雨等实际问题。赛达伟业公司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让“暖心驿站”不仅成为户
外劳动者的“休息站”，也成为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服务
站”，合力把西青经开区建设成“最有温度的城区”。

通讯员 董丹丹

西青区赛达伟业公司建立“暖心驿站”

炎炎夏日，进来乘乘凉歇歇脚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丽哲 刘熙）日
前，中北镇红杉花苑社区开展低碳环保
宣传活动，帮助社区居民更好地了解环
保知识，增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
识，引导居民树立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
理念，共同创造美丽的社区环境。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
册、现场宣讲和提问答疑等方式，向居
民普及环境保护相关知识，讲解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和四色垃圾分类法，帮助居
民深化生活垃圾分类理念，增强低碳环
保意识。同时，还向现场群众讲解了一
些环保理念，并鼓励社区居民对废旧物
品进行改造利用，践行低碳环保的生活
理念，引导居民从身边小事做起，将环
保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进一步动员社
区居民积极参与到节能减排、低碳生活
行动中来。

引导居民将节能低碳落到实处

红杉花苑社区开展低碳环保宣传活动

天津市西青区丽琦
蛋糕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1200110024285
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7月23日

遗失声明

天津本末医疗器材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的张鹏、
曲顺鹏、张超（津西青劳
人 仲 裁 字〔2021〕第
209-1、209-2、209-3
号）与你单位劳动争议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
裁裁决书，请你单位自
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
内到本委，地址西青区
中联产业园5号楼（开
源路与九川道交口向东
350米）一楼领取仲裁
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你单位不服本裁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向天津市
西青区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起诉，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天津市沃欣华盛孟轲木
业销售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郭皓敏
（津西青劳人仲裁字
〔2021〕第108号）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
书，请你单位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60日内到本
委，地址西青区中联产
业园5号楼（开源路与
九川道交口向东 350
米）一楼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你单位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向天津市西青
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起诉，本裁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